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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結論 

 

第一節 研究發現 

 

  本研究的重點是分析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及組黨 

運動，進而探討其在台灣黨外運動發展中的角色與定位，以及何以《自 

由中國》會具有影響台灣民主運動的效用。研究結果獲致下列發現： 

 

  一、《自由中國》處於國共內戰後國內外的政治環境下，雖力求自

由民主理念的實踐，但最後仍告失敗，其中主要因素，正是《自由中

國》無法掙脫時代與政局的限制和束縛。 

  《自由中國》所處的年代，正是國際反共情勢劇變、黨國威權體

制成形的時期，當時美國強力介入台海危機，要求蔣介石放棄武力反

攻，但此時中共仍對台灣虎視眈眈，而蔣介石也始終抱持著反共復國

的希望，因此必然不願見到島內民主運動的萌芽，否則政黨政治的內

鬥將消耗反共實力，使台灣無法阻擋中共的武力威脅，甚至讓反共的

大前提失焦，由此可知，蔣介石所領導的執政當局以維繫政權為首要，

深恐《自由中國》的自由民主理念會帶來混亂無序，因此勢必會採取

強勢的壓制手段。另一方面，《自由中國》人士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，

發現反攻大陸已無可能，而島內本土社會要求民主參與機會的聲音也

逐漸轉強，使得雷震等人轉移純粹論政的方式，進一步去爭取民主政

治的實踐，因此《自由中國》乃與權力核心互相對立、衝撞，最後導

致《自由中國》的主導人物──雷震以「叛亂罪」下獄，傳揚自由民

主理念的《自由中國》因而停刊，要求落實政黨政治的「中國民主黨」

也胎死腹中。因此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，《自由中國》的理念與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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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告失敗，雖然《自由中國》最後以悲劇收場，但卻從此埋下政治改

革的種子，並明確昭示著台灣民主運動的趨勢，影響了台灣民主化的

進程與發展。 

 

二、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，其思想言行不僅對當時的社會與民

眾產生啟蒙功能，更對日後的知識份子和政治精英具有鼓舞作用。 

  《自由中國》創刊之初，雜誌創辦者或主導者與中華民國政府的

互動關係良好，然而，《自由中國》的自由民主理念卻和當時蔣介石急

欲建立的黨國威權體制背道而馳，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與中華民國政府

的關係乃由親近而愈趨惡化，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為了追求民主政

治，一方面不惜與過去關係密切的執政當局決裂，另一方面更試圖尋

求理念的實踐，積極走入台灣本土社會為政黨政治催生。他們在《自

由中國》雜誌上勇於直言，不遺餘力地傳播、鼓吹和宣揚自由民主觀

念，激發和影響了整個台灣的社會和大眾，他們的思想可以說為台灣

民主化奠定了思想基礎，成為台灣黨外運動的啟蒙者；而他們為自身

的理想犠牲奉獻，毅然投身於組黨運動，更在今日黨外留下永恆的典

型，為台灣黨外運動的歷史寫下關鍵性的一頁，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

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不僅對1950年代的社

會產生思想啟蒙的功能，對1960年代之後的知識份子也具有鼓舞作用。 

 

三、《自由中國》的基本理念，其內容主張不僅成為當時自由主義

對抗威權主義的象徵，更對日後政論雜誌和黨外運動的運作具有示範

作用。 

  《自由中國》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論雜誌，在歷時近十一

年的論述過程中，《自由中國》堅持言論自由，以媒介身分和權力機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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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互抗衡，為傳播其理念而苦鬥不懈，不僅提倡民主政治、批判威權

體制，更提出對選舉與反對黨的看法，且進一步站在反對者的立場上，

為反對黨的產生而努力，為了實踐與堅持自身揭櫫的理想，《自由中國》

終於走上與執政當局挑戰的道路，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乃被視為1950

年代台灣反對黨主張的代表，並為黨外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。在戰

後台灣歷史上，無論是對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廣，或實際參與促進改革

的政治運動，《自由中國》都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，它不但接續了自中

國大陸傳入台灣的自由主義傳統，更開創了知識份子扮演推動社會變

革角色的意義，《自由中國》所宣揚的民主、法治、自由的理念深深地

影響了台灣的知識份子，而它的言論與主張，也成為日後台灣民主運

動的重要目標。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的基本理念是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

濫觴，也是台灣民主運動發展的源頭之一，對日後的黨外運動、《美麗

島》政團的運作帶來仿效與啟發，具有重要的示範作用。 

 

  四、《自由中國》的組黨運動，其組織方式不僅提供了揚棄省籍、

族群意識的運動模式，更成為日後黨外運動的借鏡，對台灣政黨政治

的發展樹立典範，也對民主進步黨的創立具有啟發作用。 

  1960年的「中國民主黨」組黨運動，其理念和行動對日後民主進

步黨的籌組，有一定程度的傳承關係，在理念思想方面，《自由中國》

的組黨運動代表戰後台灣反對黨思想的高度發展；在政治主張方面，

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基本主張大多與之相似；在組織運作方面，其後

台灣黨外人士藉選舉逐漸凝聚黨外力量的過程，也與之相同；在合作

模式方面，《自由中國》結合戰後台灣外省籍知識精英與本土政治精英

的方式，深刻影響日後黨外運動的特色，並一直延續到其後民主進步

黨的成立，從而使得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不致陷入族群省籍的鬥爭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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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突中。《自由中國》的組黨運動雖然失敗了，但是這是大陸來台的自

由主義者與台灣本土政治精英的一次結合行動，彼此摒除省籍、族群

偏見，攜手合作，共同為建立一個可以制衡執政當局的反對黨而奮鬥，

雖然功敗垂成，但已為此後台灣的黨外運動撒播了不熄的火種，而他

們的群眾運動方式，對後來的黨外新生代也有相當的啟示作用，不僅

給予當時台灣黨外運動先進一個借鏡，更給予後進者支持的動力，對

日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，有著深遠的影響。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的組

黨運動，為日後黨外運動奠定了基礎，對民主進步黨的創立具有啟發

作用。 

 

  總而言之，《自由中國》的核心人物、基本理念與組黨運動，在當

時皆具有劃時代的先驅意義，對於日後台灣黨外運動具有關鍵性的影

響，並且發揮了鼓舞作用、示範作用與啟發作用，更持續地開擴台灣

黨外運動的發展，使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得以水到渠成，台灣政治也因

而從一黨專制進入兩黨競爭的政黨政治時代。因此，《自由中國》在戰

後台灣民主運動的發展中，具有發軔與啟蒙的崇高地位，其發展脈絡

具有歷史的傳承意義，並且在台灣黨外運動的開展過程中扮演了極其

重要的角色。 

 

 

第二節 研究建議 

 

  本研究以《自由中國》為主體，分別從三個面向（核心人物、基

本理念與組黨運動）來分析《自由中國》對台灣黨外運動的影響及貢

獻，依據前述的研究發現，本研究針對學術研究及當前政局方面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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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點建議，以供參考： 

 

壹、針對學術研究方面 

  一、有關《自由中國》雜誌與當時黨外運動的史料與文獻仍有不

足，有待蒐集、整理及補充。 

  《自由中國》半月刊至今歷經四十餘年，早已泛黃陳舊甚至破損、

遺缺，相關史料僅有稻鄉出版社所出版的《自由中國選集》一書，這

套文選按議題分卷出版，共分為七個議題（自由民主的基本概念，司

法與人權，憲政問題，言論自由，地方自治、選舉與反對黨，黨國體

制的批判，國際情勢與中國問題）已經較完整地呈現《自由中國》的

面貌，但這七個題材並不能涵蓋《自由中國》的所有重要內容，實屬

遺憾，期盼有關單位能重新印行整套《自由中國》，將文章按照時間排

序，更能清晰地顯現《自由中國》的思想及脈絡。 

  雷震案發生至今，各方說法不一，關於雷震案的史料與文獻，目

前僅有國史館出版的《雷震案史料彙編》一書，此書分為四冊（國防

部檔案選輯，雷震獄中手稿，黃杰警總日記選輯，雷震回憶錄焚毀案）

已經能大致重建雷震案的始末及經過，但仍有敏感的檔案沒有一併公

佈，關於蔣經國的檔案也尚未解密開放，這些重要的檔案史料，有待

進一步發掘與深入探究，期盼能有更多可靠的史料出土，做為後續研

究者重要的憑據。 

  195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史料及文獻可謂鳯毛麟角、付之闕

如，目前相關史料僅有國史館出版的《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》

一書，共計十二冊，對於台灣的黨外運動、解嚴運動、組黨運動、國

會改造、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，蒐集了相當豐富的史料，但1960年以

前台灣民主運動的史料卻仍嫌不足，這不啻是一大遺憾，建議有關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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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重視這段歷史的史料、文獻，並向民間補充收集，充實基礎材料，

以供後來研究者參考，將有助於學術研究之發展與突破。 

 

  二、台灣早期的期刊論文、報章論述搜尋不易，有待史料保存單

位儘早數位化。 

  國家圖書館目前所建置的索引系統，提供研究者近期的期刊、報

紙篇目檢索，使用者可藉此按類查詢所需資料，並透過遠距圖書服務

系統取得，但該服務建檔的年代有限，1997年以前的史料及文獻找尋

不易，使研究者花費更多的時間與心力收集資料，若能再往前推進，

將1997年以前珍貴的期刊及學報數位典藏，對於研究者而言，當有更

大的便利性，可以更容易取得所需的資料，並能使重要的期刊論文、

報章論述得以持續保存，免遭時間的折損及人為之破壞。 

 

  三、在既有的史料及文獻中，有問題的與有爭議的資料不斷被複

製，須賴研究者謹慎分辨。 

  在本研究撰寫的過程中，發現若干研究者會不自覺地複製錯誤

的、偏頗的資料，包括歷史事件的原因與經過、各方說詞的分辨和採

用、結論的提出及演繹等，常會判斷失當、難分真偽，因而導致主觀

意識影響研究方向，並複製錯誤的訊息，造成內容失真，使研究成果

的價值大為降低，甚至有些黨外書籍加入過多個人情緒性的字眼，字

裡行間充滿漫罵、譏諷與不滿，缺乏客觀理性的描述與評論，因此欲

研究台灣黨外運動者，須審慎評估資料的可用性，並保持客觀的立場

以免陷入泥淖。 

 

貳、針對當前政局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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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現代知識份子須以雷震為榜樣，善盡監督權力的責任，以言

論針砭時政，發揮言責，並扮演校正當權者路線的角色。 

  1979年，雷震過世了，當時台灣的外交處境正因台美斷交而更加

低潮，我們看到歷史的無奈，也突顯出這位悲劇性人物的高瞻遠矚，

並看出他對台灣的貢獻。雷震為了捍衛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被註銷黨

籍，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，他還義無反顧地踏上組黨之路，超越士

大夫的清議傳統，並為此付出了十年牢獄的代價，即使在獄中，他也

從來沒有低頭屈膝，他的背脊始終是挺直的，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

的現代知識份子特有的悲情，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劇結束，但是他的事

業卻成為台灣民主化的一塊基石，他不僅是台灣邁向民主憲政的風雨

歷程中，一個具有鮮明個性和悲劇色彩的象徵人物，一個光芒萬丈的

紀念碑，也是台灣追求民主的長路上，一個不能迴避的座標。透過這

段歷史來回顧這樣的一個人物以及台灣這一段民主運動的歷程，我們

有無限的感慨，相信從這一段歷史當中，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發。 

  從古至今，知識份子被加諸種種責任，如歷史傳承、國家興亡及

社會的沈淪和向上提昇等，都成了知識份子當仁不讓的責任，知識份

子有言責，須用知識和筆做時代的眼光，當國家有難、局勢有變之時，

他們的言論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燈，他們的行為可以做為人們仰望的典

範，在亂世中，他們的言行更可以與當權者抗衡較勁，成為時代的警

世鐘。因此，現代知識份子須以雷震為榜樣，善盡監督權力的責任，

對權力和社會提出懷疑和公開批判，以言論針砭時政，發揮言責，帶

領人群思考，提出觀點和看法，導正當權者的政策方向，更甚者必須

在當政者刻意愚弄人民時戳破他們的謊話，善盡一位知識份子的責

任。台灣未來要能夠更好，必須依靠當權者與知識份子兩者同時努力，

當權者必須打開雙耳與雙眼，確實聽進批評的聲音；而知識份子更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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摒除「獨善其身」的惡習，把知識的雙手伸進渾濁髒亂的政治惡水之

中，以言論的力量使之清明。 

 

  二、今日執政的民進黨不可淪為權力的傀儡，須堅守創黨時期的

初衷，珍惜民主的成果，重視民意依歸，實現政黨理念，落實責任政

治，開創台灣願景。 

  從《自由中國》的組黨運動到民進黨的成立，是凝聚了許多黨外

運動者的青春血汗，是許多台灣人民的熱情支持與點滴貢獻的成果，

當時諸多黨外先進，不計個人安危，挺身而出，為民主理想與社會正

義而努力奮鬥，因此，許許多多台灣人民因為認同黨外堅苦卓絕的奮

鬥，期待政黨輪替會帶來生活品質的向上提昇，於是在2000年，毅然

將選票投給了陳水扁，讓民進黨宿願得償，贏取政權。政黨輪替後，

那些抛擲青春、冒著生命危險而投入民主運動的勇者，有人繼續為堅

信的理念奮鬥，然而，更多人似乎成為權力的傀儡，恣意揮霍政府的

資源，也將黨外運動在台灣社會所積累的資產揮霍殆盡。 

  不容否認，民進黨曾經是帶領台灣社會衝破威權的先鋒，但是，

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，民進黨的角色正在經歷快速的轉變，他似乎

已經放棄了過去那種企圖改變台灣政治光譜的浪漫氣質，而演變為一

個專業的選舉政黨，他想「代表」社會的企圖遠甚於「改造」社會的

企圖，由於不再具有清楚的方向感與理想性，使民進黨變得短視，並

且日益疏離草根群眾，而絕大多數民進黨的公職人員也目光短淺，視

個人的政治事業高於政黨與社會長遠的發展，因此黨內的權力鬥爭加

劇，人才相互排擠，唯恐有限的政治資源為外人奪取，這樣的政治風

氣確實令人惋惜。 

民主的成果得來不易，我們期待今日執政的民進黨，能堅持從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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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到民進黨草創初期的政治理念與目標，進行結構性的調整，讓黨內

的政治權力符合人民的主觀期待與客觀的政治責任，建立制度，協調

合作，提出願景，實現政黨理念，落實責任政治。 

 

   三、今日的在野黨須落實政黨政治的精神，確實扮演監督執政黨

的角色，充分發揮有效制衡的力量，防止政府施政出現偏差，使台灣

的民主機制健全發展。 

  雷震來台之初，曾擔任黨政要職，但最後卻走上了組織反對黨之

路，其中因素，或許正是在野的反對黨反而更能督促政府，落實民主

自由的理念。的確，在民主國家，在野黨的功能在於批評執政之得失、

監督政府施政之得失與防止執政黨一意孤行，在野黨這種監督權的行

使，乃是民主國家防止政治與行政腐敗的一種機制，其質詢與監督對

民主之鞏固，更具有正面的意義，因此，為了制衡與監督政府、表達

民意，在野黨是民主國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。 

  反觀現今的台灣，執政黨貪腐無能、弊案連連，在野黨卻又束手

無策、制衡無能，台灣的不幸除了執政黨不及格外，在野黨的怠惰、

不能善盡監督制衡的功能，亦讓人痛心。因此，在野黨須扮演監督、

制衡執政黨的角色，指出政府的缺失，如此政府才有改善的可能性，

人民才能真正的獲利，在野黨在善盡監督制衡之職責的同時，亦應提

出自己的政策以及有別於過去的主張，並為人民描繪美好的前景，切

勿抱著「為反對而反對」的心態，因為惡性競爭的一味杯葛和批評，

只會讓執政黨有機會抹黑在野黨。 

  建議在野黨應主動釋出機會給有意願且有經驗的新生代，使其得

以參與黨務運作，藉以培養新血，形塑政黨的清新形象，活化政黨的

組織結構，並認清政黨區隔的現實，提出明確訴求吸引相同理念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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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之士，此外，更應善體民眾對經濟發展、族群和諧、兩岸和平之企

求，在符合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的原則下，善盡穩定政局與理性監督

制衡之在野黨責任，以促進國家之進步與發展。 

 

  四、現今台灣媒體須以《自由中國》為典範，肩負分辨是非、導

引前程的使命，不僅要承擔媒體的職責，啟迪公眾理性，同時也要善

盡責任，監督政府。 

  《自由中國》是195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政論雜誌，它不僅引介了

自由民主的思想，更進一步的將其理念落實為具體的政治行動，對於

1950年代台灣的黨外運動，《自由中國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，並且持續

地開擴台灣黨外運動的發展，其影響力不僅及於當世，亦對日後台灣

的政治人物產生啟蒙功能。從1949年到1960年，在長達十一年的歲

月中，《自由中國》在台灣舉起了一個火炬，照亮了一代青年，後來推

動台灣民主化進程的許多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受到這本雜誌的影響，

而《自由中國》所宣揚的民主自由理念也深深地影響了台灣新一代的

知識份子，在當時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年代中，《自由中國》以媒體

的角色發揮了政治傳播的效果，成為日後台灣媒體的典範。 

  反觀現今的台灣媒體，只知以迎合少數人的低級趣味來牟利，為

了一時的經濟利益而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、道德責任，變得唯利是圖，

毫無公信力可言，成為道道地地的媚俗者，甚至言論失真、捕風捉影、

曲解捏造、侮辱挑釁、庸俗粗鄙，刻意擴大爭端成為社會紛擾的亂源，

披著人民「知的權利」與「言論自由」的外衣，而濫用第四權誤導民

眾。因此，現今媒體在新聞的取材及判斷上要更謹慎，言人不敢言，

監督權力核心，發揮一個民主社會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功

能，千萬不能迷失自我，成為有心人的工具。由此可知，媒體的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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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監督政治人物，成為人民利益的守護者，肩負著反映社會輿論、

維護社會安定、促進社會協調發展的使命，因此須以客觀和理性的方

式，承擔媒體的職責，啟迪公眾理性，不僅要履行社會責任，淨化人

心，同時也要善盡責任，監督政府，唯有如此，始能發揮分辨是非、

導引前程的作用。 

 

 

第三節 研究展望 

 

  本研究以《自由中國》為研究對象，《自由中國》的論述長達十一

年，文本浩瀚駁雜，其中影響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因素又繁複多變，

無法一一探討，因此若以本研究為基礎，仍可延伸出其他相關或後續

研究的空間，謹將研究者淺識未來相關研究可發展的問題或方向，臚

列如下，提供有興趣深化此一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參酌： 

 

  一、《自由中國》與橫面向同時代政論刊物的平行比較研究。 

  1950年代的政論刊物面對黨國威權體制的支配與箝制，雖身處白

色恐怖時期，卻仍毅然進行批判，進而發動社會團體之組織與運動，

除了《自由中國》之外，尚有李萬居的《公論報》與之呼應，彼此並

肩苦戰，《公論報》是當時台灣的一份新聞報紙，民營報紙中就屬《公

論報》銷售量最大，最受讀者大眾肯定，贏得「台灣大公報」的美譽，

是1950年代台灣最具黨外色彩的報紙，《自由中國》與《公論報》是

當時社會上少數敢於不依從官方口徑，企圖作獨立報導與評論的媒

體，故兩者有其相似之處，若能深入探究比較，應對了解此一年代之

政論刊物有相當參考價值，並有助於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與政治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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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更能完整建構當時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風貌。 

 

  二、《自由中國》與不同統治者縱面向跨時代政論刊物的垂直比較

研究。 

  《自由中國》在中華民國政府統治年代，鼓吹自由民主的理念，

並參與籌組反對黨的過程，與日本統治年代的《台灣民報》有相似之

處， 

《台灣民報》是日治時期台灣民眾的言論機關，是台灣人自費經營的

民間報紙，當時台灣知識菁英透過發行報刊，為台灣人民進行文化啟

蒙，《台灣民報》扮演著批評時政、傳遞民主、介紹新知、提昇文化的

角色，所以《台灣民報》被譽為「台灣人唯一言論機關」、「台灣人唯

一的喉舌」，是當時台灣人思想的先導，與《自由中國》一樣發揮了啟

蒙的功能；此外，《台灣民報》在日本總督府的百般阻擾與刁難下，卻

愈加熱賣，其後，蔣渭水等人更進一步成立了台灣的第一個政黨──

「台灣民眾黨」，開啟了台灣人民主思想的大門，深深影響台灣人民在

政治上的思想與政策，這與《自由中國》成為反對黨的催生者、醞釀

者，進而籌組「中國民主黨」的過程幾乎相同，故可將兩者加以比較

研究，探討在不同統治者下政論刊物發展的異同。 

 

  三、《自由中國》與同一統治者縱面向跨時代政論刊物的垂直比較

研究。 

  從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到1986年民進黨成立，台灣的黨外

運動都是圍繞在政論雜誌中展開的，例如：1960年《自由中國》雜誌

企圖籌組「中國民主黨」，但最後功虧一簣未獲成功；1970年代初，《文

星》和《大學》雜誌促進了政治革新的興起和發展；1970年代末的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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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運動，亦以一系列的雜誌為基礎而發展壯大，其中包括《台灣政論》、

《八十年代》和《美麗島》雜誌，這些政論刊物對自由、民主、人權

等觀念的介紹，或對台灣社會問題的針砭，都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，

上述這些政論雜誌與《自由中國》同樣都為突破國民黨選舉舞弊、壓

制，而逐步集結黨外勢力，形成既具政治傳播功能，又具政治動員力

量的特色，因此，可將這些雜誌對黨外運動的影響進行比較分析，應

可釐清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彼此的共通特色與殊異面貌。 

 

  當然上述三項的構思仍未經論證，且尚待釐清，其他還有若干論

題（如國際因素對台灣黨外運動的影響等），本研究未能進行分析與探

討，後續研究若能在這基礎上進行更充足的比較性研究，應更能了解

台灣黨外運動發展的全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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